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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一11~24

11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12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13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 神的教会13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 神的教会。

14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15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 神，

16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17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18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矶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18过 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矶法，和他同住 十五天。

19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

20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 神面前说的。

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21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

22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23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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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 神。

保罗的陈述保罗的陈述

保罗讲到他的过去、现在、如何明白救恩、如何被主得着。

一11~12福音的来源：保罗根据他个人的生命经历提出证据，
福音 神所 受 从神而来的表明他传福音、从神所领受的使徒职分，是从神而来的。

保罗再次地强调，他使徒的职分不是从人来的：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或译：「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

保罗常用的语法—「我要你们知道」、「 你们不要不知道」，
保罗书信常常出现、介绍重要真理的时候习惯的用法。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这个地方的「传」──过去式，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现在式 两个不同时态的动词放在 句话里不「是」出于人的意思──现在式，两个不同时态的动词放在一句话里，

意思是说：使徒当日所传给加拉太信徒的福音，那是他过去所传的，

也就是他从神启示所领受来的福音，一直到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仍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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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他从神启示所领受来的福音， 直到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仍然没有改变，

福音永不改变…，不是出于人的，福音永远是出于神的。

一12b乃藉启示而得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是不是保罗很骄傲呢？当然不是！

保罗清楚地宣告，他所传的福音、他所领受的是神所启示给他的

弟兄姐妹，福音是好消息！
这个世上我们也会看到、听到好消息，好消息可能跟别人有关，

跟我没有关系 也可能跟我有关 这些好消息都会过去跟我没有关系，也可能跟我有关，这些好消息都会过去，

因为人活在世上也会过去

但是从神所启示的、带给我们的是直到永远的好消息，是 神所 带 我 是直到永远 ，

我们的生命与主连结在一起，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好消息

一11「不是出于人」、12「不是从人领受，乃是…」，
它的结构跟一1「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

语法结构是前后呼应的。
神是启示的源头 而神所启示的福音的内容就是祂的儿子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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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启示的源头，而神所启示的福音的内容就是祂的儿子基督，
这是非常宝贵的，让人珍惜的，是保罗一生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的。



接下去保罗讲到他以前是如何。每个人都有过去，活在当下，也朝向将来；

但是过去的不堪如果一直到现在也一直到将来 那就很让人没有盼望了但是过去的不堪如果 直到现在也 直到将来，那就很让人没有盼望了。

一13~14保罗的过去是如何呢？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保罗一点不避讳地讲出了他的过往，他的行事为人是如何。

有人信了耶稣以后，作见证讲出了他不堪的过往，听的人不会瞧不起，不会轻看，

我们听到他过去的林林总总 我们会 息 但我们不会轻看我们听到他过去的林林总总，我们会叹息，但我们不会轻看，

为什么？因为现在站在我们面前作见证的这一位，他已经成为新造的人。

当我们领受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不怕把我们过去的那一些摊开给别人看当我们领受 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怕把我们过去的那 些摊开给别人看，
那不是要炫耀不堪的过往…，但是当我们愿意坦诚地把过去

在人的面前讲述的时候，其实是要讲出那个过程；

那个过程是我们认识了主，上帝借着祂的儿子把一个新生命给了我们。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见证，我们不会轻看他们，反而会与他一同感恩，
我们会点头 会流泪 甚至会经过他的心路历程 然后为他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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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点头，会流泪，甚至会经过他的心路历程，然后为他欢喜。
当我们听到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常是如此。

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犹太教」意思是犹太人的宗教和他们生活的方式「犹太教」意思是犹太人的宗教和他们生活的方式，

新约就是出现在加一13~14。
初期犹太教并未被视为与基督教完全对立，

但是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

已经把它看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

行保罗用两个实际的例证来说他以前的恶行，
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v.13）

比同辈之人更有长进 为祖宗之遗传更加热心（v 14）比同辈之人更有长进，为祖宗之遗传更加热心（v.14）

这就是过去的保罗，从他在犹太教的表现来看，他说他是无可指摘，
他是极力地在追求，他以为的事奉上帝的生活，

他也在迦玛列的门下受教，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这都是保罗的自述，他自己曾经讲过这些话；
但是现在他回头看 他深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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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他回头看，他深深知道
那一切与救恩无关，那一切没有办法把他带进神的国度。

他以前是如何…
「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极力」这个词在新约是出现于保罗书信「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极力」这个词在新约是出现于保罗书信，

例如：罗七13「恶极了」，林前十二31「最妙」，
林后一8「被压太重」，林后四17「极重无比」；

所以我们会看到「极力」有一个「强烈」的意思。

「残害」这个词在这一节出现以外，在新约它另外出现的是
加 23 徒九21 都与保罗逼迫教会之事有关加一23，徒九21，都与保罗逼迫教会之事有关。

「逼迫」、「残害」，强调的是他的持续性，
不是一次的逼迫，不是一次的残害，乃是持续性不断的逼迫残害，不是 次的逼迫，不是 次的残害，乃是持续性不断的逼迫残害，

而且是不断的加强残害的程度。

这我们思想到使徒行传所记载保罗悔改的那些篇章就可以了解，
使徒行传总共有二十八章，那里面记载好多初代教会的历史，

有许多的事情常常是几节经文或者说一节经文一笔带过

但是保罗的悔改在 使徒行传 出现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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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罗的悔改在 使徒行传 出现了三次：

九、廿二、廿六，非常的重要！

保罗这一位神所拣选的仆人，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大光照耀的时候，
他整个生命幡然改变 整个人生完全不同的改变 影响了保罗的后半生他整个生命幡然改变，整个人生完全不同的改变，影响了保罗的后半生

新约有十三卷书信是保罗或是他与他的同工一起署名所写的

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他不是神，
他坦然地讲出他的过去，他也不要人如何的推崇他，
讲过去的理由，是要告诉加拉太的信徒，

他们要信得过神如何在保罗生命当中的恩典跟改变他们要信得过神如何在保罗生命当中的恩典跟改变；

你要坚守福音的真理，你也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

保罗残害的是谁呢？保罗残害的是教会—基督的身体保罗残害的是谁呢？保罗残害的是教会—基督的身体，
逼迫神的儿女就如同是逼迫基督，残害教会就如同是残害基督的身体，

我们看到教会是何等地被神所关顾、眷顾的。

当扫罗往大马色路上去的时候，忽然有光四面照着他，
主用祂的母语希伯来语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说 「主啊 你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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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罗说：「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



扫罗什么时候逼迫过拿撒勒人耶稣？但是扫罗手上正拿着要逮捕基督徒的逮捕令，
那样地被主完全地翻转跟吸引 在扫罗的生命里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那样地被主完全地翻转跟吸引，在扫罗的生命里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

耶稣是主，耶稣是活的。这也就是罗十9告诉我们得救的要件：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是保罗活生生的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当他还没有悔改的时候，
他极力地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他很认真，很热心，

比他本国许多同岁的人守律法的角度来看 他很长进 他自以为傲 也自以为是比他本国许多同岁的人守律法的角度来看，他很长进，他自以为傲，也自以为是，

他说：「我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热心如果没有真知识是非常的危险，保罗对这样个情况是非常能够体会的，热心如果没有真知识是非常的危险，保罗对这样个情况是非常能够体会的，
因为在罗马书十2他的同胞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犹太人，他说：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却没有真知识」，
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理。

热心很好，爱心也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真理作根基，很危险。

就像保罗 他拿着逮捕令要去抓基督徒 以为这就叫作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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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保罗，他拿着逮捕令要去抓基督徒，以为这就叫作事奉上帝，
以为这就叫作为神大发热心，而最后他要破坏基督神的儿子的身体，就是教会。

一15~17领受托付
15~16然而 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祂儿子15 16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祂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一些「但是、然而」。「然而」这个转折的语气，

带出下文跟上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叙述他以前是如何，然而…
感谢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然而，就是当耶稣基督介入了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遇见了耶稣 那个就是「然而」当我们遇见了耶稣，那个就是「然而」。

15「然而」，带出了跟13、14强烈的对比，很明显地是那个主词的改变，
从前面的「我」，15以后改变成「神」，强调神在每一个阶段祂主动的恩典：从前面的「我」，15以后改变成「神」，强调神在每 个阶段祂主动的恩典：

从母腹中的分别，从施恩呼召，从乐意启示，以致保罗就承受了外邦使徒的托付，

把福音带到外邦。神主动地这样地参与，神主动地这样的一个恩典。

保罗说神是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就好像在
耶一5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因为神呼召耶利米作先知的时候 他非常地胆颤 害怕 上帝就向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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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呼召耶利米作先知的时候，他非常地胆颤、害怕，上帝就向他保证、
给他应许：我早就把你分别出来了，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就分别你为圣。

弗一在万古之前，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我们。
约十五耶稣所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十五耶稣所说的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不会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全部都研究透彻了，
然后说这个耶稣很好，我来信祂，

我们好像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信耶稣过程。

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们回头看我们怎么信主的 怎么来到礼拜堂里 怎么听到了福音的好消息我们回头看我们怎么信主的？怎么来到礼拜堂里？怎么听到了福音的好消息？
或者哪一个朋友、哪个同事、哪个亲人，把福音介绍给我们。
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好的见证，我们也羡慕他们的生活，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好的见证，我们也羡慕他们的生活，

然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打开心门接受了祂。

我们何其地有限，但是神却拣选了我们。
保罗说上帝的启示让他能够体会到复活的耶稣就是基督、是主、是神的儿子，

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完全地翻转，就是因着他认识基督。

腓三7 9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 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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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三7~9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保罗为主抛弃万事、万有，
他把人看为好的全世界 当成 个大垃圾丢了他把人看为好的全世界，当成一个大垃圾丢了。

这个是保罗生命改变之后，
他整个价值观改变了，人生观改变了，末世观改变了他整个价值观改变了，人生观改变了，末世观改变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改变了，新造的人从里到外都是新的，

心思意念、行为全变了，这是让人何等兴奋的一件事

不单是在保罗身上，历世历代，包括你、我，
我们的生命都因着主而有了一个完全的改变。

保罗在大马色路 的 个经 就 人与神相遇的 个时候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那个经历，就是人与神相遇的那个时候，
使得他整个生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他跟以往断绝了关系 他没有跟人商量 他也没有去见什么前辈他跟以往断绝了关系，他没有跟人商量，他也没有去见什么前辈，

他就直接地神带领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之后他再回到大马色。

对保罗来说，蒙召作使徒以及他的归主，

12

应该就是同时之间所发生的事。



一18~24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时间、情境

保罗在归主三年之后他才首度地上耶路撒冷保罗在归主三年之后他才首度地上耶路撒冷，
也就表明了他传福音、使徒身分的独立性。

他上耶路撒冷去见矶法，是教会里的柱石，领袖人物之一，法， ， ，
「见」有「探寻」、「想要了解」的意思

「为了结识某人去拜访他」，可能是想要获得耶稣生平事迹的一些资料

保罗非常严肃地保证 他说 「我去见彼得 跟他住了十五天保罗非常严肃地保证，他说：「我去见彼得，跟他住了十五天，
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以外，我都没有看见。」

20他非常严肃的一个保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是我在神面前所说的。20他非常严肃的 个保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是我在神面前所说的。

保罗为什么要这么严肃地讲他上耶路撒冷的事呢？
目的是为着要向加拉太的敌对者、搅扰者，要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并没有用个人或全体的立场、权柄来对他施压、产生影响

他这次去只看到彼得、雅各，而且他们只是提供资料，

他们不是教导者 他们也不是授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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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教导者，他们也不是授权者，

保罗依然保持着那个福音，跟他作主基督使徒的独立性。

一21~24教会的态度
在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信基督的犹太众教会在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信基督的犹太众教会，

他们印证了保罗他现在所传的福音跟早期教会所传的是一样的，
他们也就接纳也就承认了保罗使徒的地位，以及神

在祂的仆人保罗身上奇妙的作为，最后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因此我们就可以思想，犹太众教会跟加拉太的教会，
犹太派基督徒他们对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看法 到底是谁走错了路呢？犹太派基督徒他们对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看法，到底是谁走错了路呢？
这些犹太众教会他们都承认都接纳他使徒的地位，他们也把荣耀归给神了

加拉太的教会，保罗所亲自建立的教会，因着一些假教师的扰乱，

以致于他们不单是诋毁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

而更连带地是他们对福音也有了一些偏差的看法

保罗再次强调，不论他宣教的使命，不论他使徒的权柄，不论他所传福音的真理，
都不是依赖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而得来的，

所以这些分享陈述 事实上就是间接地支持了他在前面1 12 16所宣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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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分享陈述，事实上就是间接地支持了他在前面1、12、16所宣称的，
这一切都是从神的呼召，以及耶稣基督的启示而得的。

谢谢主，谢谢主你的拣选，

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

你也分派我们去结果子。

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你的恩典，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我们经历奇妙的恩典，

着这 切向 献上感谢为着这一切向主献上感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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